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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吴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开拓，更是对现代汉语 

词汇类聚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工作。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我们对吴语中禁忌语委 

婉语的收集整理还是比较粗线条的，主要依赖的是 

各地方志等二手资料，田野工作部分内容很是欠缺。 

本文的讨论只是一个开始，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还 

在后面。随着吴语研究的重心由语音研究向语法研 

究、词汇研究转移，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吴 

语中的禁忌语委婉语。 

参考文献： 

【1]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补 

编[M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2． 

【3】李恺民．沙洲县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844． 

【4】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 

社，1994：794． 

『51詹一先．吴县志[MI．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94：1092． 

(作者系苏州大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副研究员) 

苏州地名与吴文化 术 

曹莉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它是反映社会历史的化石，是文化的镜像。苏州 

的地名，饱蘸着浓烈的吴文化气息，它们标记了吴地江南水乡的地理特征，凸显了吴地鱼米之 乡的经济主体，表达了 

吴人崇文尚武的价值取向，沉淀了吴人和谐智慧的人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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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古城，是吴文化的发源 

地。《史记·吴泰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 

吴。”约三千多年前，周王朝始祖周太王的长子泰伯、 

次子仲雍为禅让王位而奔吴，在长江下游建立文明 

古国吴国，古称“勾吴”国，其国都就在今天的无锡梅 

村镇。公元前 514年，吴王阖闾即位，为称雄东南“安 

君治民”，命伍子胥象天法地，在“吴”地建新的都城 

“吴城”，史称“阖阊大城”，这就是苏州。苏州历史悠 

久，别名亦多。因城西南有姑苏山，别称“姑苏”。除此 

之外，还有“吴都”“吴会”“吴趋”“吴苑”，以及“吴门” 

“吴中”“中吴”“吴下”“吴练”“吴阊”“东吴”等别名。 

“吴”字作为浓缩了的文化符号，不断地被历史重复 

与张扬，苏州也就成为了吴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地区。 

而作为历史见证的苏州地名，从山川、河流、街巷、里 

弄，到桥梁、寺庙、衙府、书院，种种古老的地名，无不 

饱蘸着浓烈的吴文化气息，散发着独具魅力的吴人 

气质。 
一

、苏州地名标记了吴地江南水乡的地理特征 

苏州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大小河流不计其 

数，湖泊沼泽星罗棋布，自古就以江南水乡而闻名。 

苏州的地名自然就与水紧密相关，体现了典型的江 

南水乡地理特征。 

江、河、湖、海、泽、溪等通行的自然水体之名转 

标地名。吴江市因吴江得名，吴江即吴淞江。平江区 

因娄江水势平缓，地与江平，故称平江。张家港市有 
一 个毓长江灵秀而得名的小村长江村。太仓市的浏 

河镇，地处浏河入长江之口，因以浏河而得名。素有 

“吴头越尾”之称的吴江市震泽镇，因濒临太湖，太湖 

别称“震泽”，以此得名。盛泽，古称“青草滩”，三国吴 

司马盛斌在此筑圩造田屯兵，人称盛寨，后因西濒太 

湖，转“寨”为“泽”。尚湖，传说姜太公曾在此隐居垂 

钓，常熟市的尚湖镇因以为名。相城区的阳澄湖镇、 

昆山市的淀山湖镇、吴江市的汾湖镇，皆以湖得名。 

昆山的锦溪镇，因一溪穿镇而过，夹岸桃李纷披，晨 

霞夕辉尽洒江面，满溪跃金，灿若锦带，所以得名“锦 

溪”。越溪，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攻吴国，在此 

开凿运兵水路，称“越来溪” 溪旁人口集居，清末成 

集镇，以溪为名。 

泾、港、浜、塘等吴方言称呼吴人自己的居所。 

泾、港，在吴方言中指与江、湖相通的小河沟。【 常熟市 

157个与水有关的村名中，以泾为名的多达21个，占 

13．38％，仅次于以桥命名的村名：张港泾村、洞港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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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漕泾村、泯泾村、湖泾村、将泾村、庄泾村、周泾 

村、葑泾村、珠泾村、联泾村、科泾村、盛泾村、凤泾 

村、欧泾村、新泾村、浩泾村、东泾村、里泾村、高泾 

村、中泾村；以港为名的5个：圩港村、通港村、港南 

村、北港村、双港村。浜，吴方言词，专指小型河沟，以 

之命名的河沟大都集中于河湖密集的地方，其沿岸 

村镇多与河浜同名。常熟市有沙家浜镇、董浜镇，还 

有庞浜村、方浜村、曹浜村、沈浜村、舍浜村、浦浜村、 

双浜村、小浜村等。塘，指通江(或太湖)的人工河道。 

常熟市练塘镇，相传南朝梁时曾在此建净彗寺，寺前 

有塘，水色如练，沿塘成镇，故名。支塘镇，因白茆塘、 

盐铁塘在镇区交汇后又分支流出，故名。常熟市还有 

12个因塘得名的村子：谢家塘村、卫家塘村、杨塘村、 

上塘村、下塘村、南塘村、横塘村、湖漕塘、枫塘村、银 

塘村、三塘村、塘娄村。渎，指小河浜。《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2】I9即 

指此。渎人湖口处形成的村落，亦多与渎同名。最有 

名者当属吴中区的与苏州城同龄的水乡古镇木渎 

镇。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取悦美女西施，在灵 

岩山顶建馆娃宫，并增筑姑苏台，“三年聚材 ，五年乃 

成”，木材源源而至，竞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积 

木塞渎”，木渎由此得名。此外还有以荡、湾、淼、漪、 

浒、浦、渠为名的地名，如芦荡村、汪湾村、淼虹村、辛 

渝村、浒东村、横浦村、渠中村；以渡、津为名的地名， 

如觅渡村、枫津村；以水乡盛产的莲、荷等水生植物 

来命名的村，如青莲村、莲香村、采莲村、荷花村等。 

河多水多，所以桥也多。如春秋时的临顿桥、乌 

鹊桥、斟酌桥；汉代的顾家桥；三国时的渡僧桥；南朝 

的悬桥和天后宫桥。唐代，苏州的桥梁鳞次栉比，遍 

步大街小巷，唐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 

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因此，桥人地名，在苏州地 

名中极为普遍。常熟市 157个与水有关的村名中，以 

桥为名的多达 36个，位居第一，占22．93％：郑家桥 

村、张家桥村、周家桥村、朱家桥村、李桥村、苏桥村、 

徐桥村、汪桥村、马桥村、杜桥村、凌桥村、甸桥村、大 

虹桥村、毛桥村、塘桥村、师桥村、香桥村、新肖桥村、 

仪桥村、太平桥村、金桥村、阳桥村、丰桥村、项桥村、 

鸳鸯桥村、龙桥村、新桥村、八字桥村、双桥村、长桥 

村、项泾桥村、寺泾桥村、东桥村、西毛桥村、菱桥村、 

旺倪桥村。船是河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吴地造船业就已经相当发达。苏州城内的东 

善长巷，古时是修理打造船只的集中地，清初尚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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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巷，后演变成今名。虎丘通安镇有一个航船浜村， 

吴江市还有大船港村。 

苏州原所辖6个区5个县级市中，与水有关的 

地名4个：沧浪区、平江区、吴江市、张家港市。而常 

熟市三国时称南沙，西晋名海虞，亦与水关系密切。 

根据中国行政区划网，到 2007年，苏州 32个街道、 

58个镇中，与水有关的地名42个，约占46．67％。笔 

者对 2003年常熟市行政区划网中所列 323个行政 

村进行统计，共有 157个村的得名与水有关，约占 

48．61％。 【 

二、苏州地名凸显了吴地鱼米之乡的经济主体 

苏州得天独厚的水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独特的 

主体经济模式。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吴地便诞生 

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文化。“苏常熟，天下足”， 

苏州、常熟等地，自古就是“天下粮仓”。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密布的水网自然也就决定了吴人将渔业当 

作主要的生产之一。苏州的“苏”字，其繁体字写作 

“蒜”，字形从草、从鱼、从禾，反映了吴地文化农耕牧 

渔的生产状况。苏州的地名就凸显了它以农业、渔业 

为主体的经济模式。 

苏州有肥沃的土地、密布的水网，农业自然就成 

为苏州先民们的生计首选，苏州的地名很多就是农 

业名词。张家港有金谷村，昆山有白米村，太仓有米 

中村、青秧村。常熟市因土地肥沃，旱涝无忧，“常熟 

其田”，农业年年丰收而得名“常熟”。太仓市素有“锦 

绣江南金太仓”的美誉，早在 2400多年前，吴王和春 

申君就在此设立粮仓。这里四季分明，土肥水美，风 

调雨顺 ，五谷丰登，滚滚长江由此人海，八方通衢，成 

为历代帝王设立粮仓的宝地和漕运枢纽。宋元时期， 

千桅林立、番商云集，商贸航运盛极一时，被誉为“六 

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枫桥，地处苏州西南端，离 

城仅五六里，因唐代时在此设卡，每当皇粮北运时， 

便封锁河道，枫桥又作封桥。枫桥地带由于舟车云 

集、商旅际会而异常繁华，是旧时苏州粮食等物资的 

集散交流中心。粮米的富足，使得苏州成为不断向北 

方统治者漕运粮米的富庶粮仓，不但繁荣了漕运业， 

甚至还促进了远洋航海业的飞速发展。明代，郑和七 

下西洋均从太仓港起锚，远航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使 

太仓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 

苏州渔业历史悠久，很多地名与此相关。金阊区 

白洋湾的新渔村、张网村；虎丘区横塘镇、通安镇的 

渔场村，枫桥镇的枫渔村；相城区黄埭镇的埭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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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桥镇的北渔村；相城区阳澄湖镇的渔业村；常熟市 

的东渔村；吴江市松陵镇的捕捞村、第二渔业村；昆 

山市的南渔村、大渔村、巴渔村、石牌渔业村、正仪渔 

业村、兵西渔业村，等等。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中 

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 

鱼，是水稻之外，吴地人民最主要的食物，历史上一 

直有着“饭稻羹鱼”的说法。据专家考证，“吴”的本字 

即“鱼”，作为吴文化符号的“吴”字，实是“鱼”的意 

思。苏州方言中，“吴”“鱼”同音，均读“ng”音，可见吴 

与鱼有着密切的联系。吴江，是古代太湖下游娄江、 

松江、东江三大干流之一，盛产鲈鱼。宋熙宁三年 

(1070)，吴江知县林肇览江湖之胜，建亭于县城东门 

外垂虹桥之南，名为鲈乡亭。从此，寓意为盛产鱼之 

地的“鲈乡”便成了吴江的美称。网 

农业要旱涝保收，必须有水利作保障。苏州地名 

中还有很多以坝、闸、圩、埭、圩、墩等水利工程为名 

的地名。如常熟市的丁坝村、桐坝村、车路坝村、东 

戴坝村、南村坝村，张家港市的新海坝村、老海坝村， 

吴江市的坝里村。张家港市的新闸村、闸西村、西闸 

村、闸上村、红闸村，太仓市的老闸村、闸南村、闸北 

村，常熟市的新闸村、双闸村。相城区的黄埭镇，战 

国时楚相春申君黄歇被封于吴，在此地以土掩水，筑 

成堰，时称春申埭，后改今名。埭，吴方言中意为堵水 

的土堤。以埭为名的还有昆山市的盛家埭村，张家港 

市的长埭村、相城区的芮埭村等。堰，挡水的堤坝，相 

城区有一堰头村。圩，吴方言中是指低洼地区用来防 

水护田的堤岸，以圩为名的有张家港市的老圩村、新 

圩村、永圩村、箐圩村、朝东圩，常熟市的福圩村、湖 

圩村，相城区的裴圩村等。以墩为名的有常熟市的 

石墩村、龙墩村，吴江市的陶墩村 ，昆山市的计家墩 

村，虎丘区的铜墩村。兴修水利以及农耕用具的制 

作，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春秋时期，吴国的冶铁 

手工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苏州城内的相门，即 

古匠门，是春秋时期吴国铁匠们的聚居地。干将路、 

莫邪路，因春秋铸剑名匠干将莫邪夫妇而得名。常熟 

的莫城，相传干将、莫邪在此铸剑，故名。常熟的冶 

塘，旧有冶铁作坊，且濒临官塘而得名。此外苏州还 

有打铁弄、铜勺浜、铁瓶巷等街坊地名。 

三、苏州地名表达了吴人崇文尚武的价值取向 

文武双全是传统的人才价值观，在苏州，吴人对 

于文武二道的推重，经历了一个从武到文的演变过 

程。苏州古老的地名，就表达了吴人的这种人才价值 

观的演变。 

吴人尚武，民风强悍，早在春秋时期，“轻死易发” 

“好相攻击”便已成为吴地民风的特色。春秋时著名的 

三大刺客有两人出自吴地，这就是刺杀吴王僚的专诸 

和刺杀公子庆忌的要离。专诸行刺前曾去太湖学习炙 

鱼，据此而有炙鱼桥和炙鱼路。为纪念他的英勇无畏， 

苏州有专诸巷、专诸村。虎丘剑池，据方志记载，因吴 

王闻闾一生爱剑，死后以“鱼肠”等三千金剑作为殉葬 

品，故名剑池。胥口镇香山里的教场山，据《香山小志》 

记载：“教场山，即吴宫教美人战处。”在教场山西一里 

许，有将坛，乡人称之为“上将山”。相传当年阖间在此 

筑坛，拜孙武为将。孙武子亭，位于苏洲虎丘山千人石 

东南，正是为纪念这位古代著名军事家、吴国将领孙 

武而建的。亭中青石巨碑上镌有“孙子兵法，克敌制 

胜，娇娘习武，佳话流传。”也许正是这宝剑与难得的 

军事人才，成就了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 

东晋南朝，玄学盛行，崇尚清谈。贵族约束子弟， 

不使习武，上行下仿，吴地百姓也不再 “好用剑轻 

死”，吴地民风由尚武转向尚文，读书好学、求取功名 

之风盛行。隋唐时创建科举制度，分科学校应运而 

生。至宋朝，府学县学，里、村的社学、义塾以及寺院 

经办的经舍 ，遍布各地，而且由学者主持的书院也以 

吴地为盛。今常熟市有书院弄，因古代巷弄内设有书 

院而得名。苏州市有书院巷、书院异，因宋代魏了翁 

所创鹤山书院在此，故名。作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奇 

葩的古代书院已经成为历史，但透过地名这个窗口， 

仍可窥探出吴人重教兴文的拳拳之心。苏州的一些 

地名中，还留有科举的痕迹、文人的风采。如三元坊，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苏州人 

钱綮在乡试、会试、状元连中“三元”，成为清朝开国 

以来第一个连中“三元”的人，极为不易，实属少见， 

因此显得特别荣耀，苏州的官员和百姓也感到特别 

高兴，特地在府学之东用花岗岩筑起雄伟壮丽的牌 

坊，称“三元坊”，并将乾隆皇帝写的《御制三元诗》镌 

刻于上，作为殊荣。[4]三元坊，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作 

为地名仍然保留到了今天。乔司空巷，因宋左丞相乔 

行简所居而得名。学士街，因“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 

相无双”明代大学士王鏊居此而得名。大儒巷，明代 

大儒王敬臣居此得名。十全街的尚书里，因清代雍正 

年间兵部尚书彭启丰在此建造住宅，称为尚书第，而 

得名。此外还有王枢密巷、朱进士弄(明代进士朱纨 

故里)、庆绳里(清末秀才张庆绳居此)以及庆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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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坊、会元坊、解元坊等等。中国古代为昭彰读书 

精神而留存于今日的读书台为数并不多，苏州却有 

两个。常熟虞山之麓有一处读书台，传为南朝梁代昭 

明太子读书处。吴中区有穹窿山，相传汉代朱买臣曾 

到此砍柴，因酷爱读书，砍柴也带着书，休息时就在 

山上的一块大岩石上阅读，后来这块石头就成为了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读书台——朱买臣读书台。为纪 

念他读书之艰辛及勉励后人发奋读书，当地建有一 

庙，取名为“藏书庙”，他的出生地，也以“藏书”名之， 

就是今天的藏书镇。 
一 个地名的流传，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与认 

可，这些地方名称，表达了吴人祖先的人才价值观和 

积极进取、追求成功的人生态度。如果再从历史的脉 

络来溯求，我们还能看出吴地民风从“尚武”到“崇文” 

转变的轨迹。这些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地名，成为了 

极富地域特色的吴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苏州地名沉淀了吴人和谐智慧的人格哲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苏州得天独厚的水 自然 

环境、鱼米之乡的经济条件以及航运交通的发达，造 

就了吴人自信的心态、开放的胸怀，也养成了吴人和 

谐智慧的人格哲学，在既富足又开放的生存状态中， 

从容地观照生命的本体。这些人生的智慧，滤过历 

史，在地名里沉淀下来。 

儒家文化是群体文化。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 

言，他的存在必须有利于群体，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 

建。泰伯本为西周部落首领的长子，遵循父意而让出 

王位，与其弟仲雍离开了陕西的周族部落，南奔到江 

南，既避免了兄弟阋墙的惨剧，又开创了吴文化。苏 

州在汉代时就曾在 阊门外建“泰伯庙”，亦称“让王 

庙”。现在有泰伯庙前、泰伯庙后、泰让桥、泰让桥弄 

等地名，均见证着吴地祖先对于泰伯这种和谐谦让 

的人格的接纳和钦服。苏州园林冠绝天下，园林的冠 

名，就是这种和谐退隐文化典型。“拙政园”，是明代 

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后归隐苏州所建，他取西晋潘 

岳《闲居赋》中的意思，把筑室种树、浇园种菜说成是 

“拙者之为政也”，“拙者”就是 自己，自己从此再也不 

问政治了，而是把浇园种菜当作自己的“政事”。“退 

思园”，是任兰先罢官之后归乡所建，“退思补过”。 

“思过”是假，退隐却是真。苏舜钦遭贬后便自号沧 

浪翁，吟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浊兮，可以浊我足”的渔父歌，买下一片荒地，建上一 

园，在城市中过起了隐逸山水、逍遥自乐的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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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园之“网”，乃捕鱼之“网”，师，捕鱼之高人，“网师” 

乃渔夫、翁之意，又与“渔隐”同意，含有隐居江湖的 

意思。还有耦园，取夫妻双隐归耕意命名，内有织帘 

老屋、城曲草堂、听橹楼等景名，看得出园内夫妇生 

活虽然清贫，但夫唱妇随，十分恬淡和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文人士子 

看待社会群体与自己生命个体的原则。“儒治神，道 

治身，佛治心”，人们厌倦政治，官场失意，当世事不 

可为时，退守自我，求诸佛道，寻求自由生命本身的 

意义，苏州的地名，就体现了吴人这种沉着、智慧的 

生命哲学。苏州“都林桥”，相传就是春秋时吴王寿梦 

在闾门内所建的专门用来招徕四方贤士的都亭桥。 

春秋伟人伍子胥在苏州留下了诸多印迹，与苏州有 

着深厚的渊源，苏州的城池、城河、城门得于他的“象 

天法地”，苏州多少代人饮用过的“胥江水”来自于他 

的率众开凿。他对阖闾、夫差两代吴王的辅助，他对 

吴地百姓的恩泽，他的“勇而智”的秉性和慷慨赴死 

时悲凉 、沉着、坚毅、舍我的境界，深得吴中先民的赞 

赏而代代流传，成为苏州人由古而今的精神源泉。胥 

口的胥山上、城里的盘门内都曾有纪念他、祭祀他的 

伍子胥庙。相王弄、伍子胥弄都因他而得名。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 

的专有名称”，它是反映社会历史的“化石”，是“文化 

的镜象”嘲。透过摇曳生姿的种种地名镜象，可以观 

照到生动多彩的人类文化。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漫步在乡村城镇，行走在大街小巷 ，可以深切地 

感受到这里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深厚。从春秋到明 

清，从战争到传说，从雄奇到浪漫，时空交织，每一个 

地名都保有它原有的特质，反射出一段历史的光华。 

地名是苏州历史的象征、文化的标志，从此走进去， 

就能找到了吴地的历史、吴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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